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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. 畜牧場功能操作說明 

本文件之示意畫面皆為測試資料，僅供範例說明。 

一. 如何申請加入產銷履歷 

如果您想申請加入牛肉產銷履歷運作體系，請連至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

統 http://beeftraceability.naif2.org.tw/，詳細填寫牛肉產銷履歷申請表格後點選

確定按鈕送出，另檢附相關書面文件即可完成申請的動作。(*為必填欄位)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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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系統登入 

A. 開啟 IE 瀏覽器，於網址列輸入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網址

http://beeftraceability.naif2.org.tw/ 

B. 輸入『帳號』、『密碼』及『驗證碼』，登入系統。 

C. 如忘記密碼，則點選忘記密碼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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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. 忘記密碼 

如忘記密碼時可使用此功能重新設定密碼，第一個創立的帳號對應之電

子郵件信箱，如從未修改過，那一定是負責人 Email，平常請務必記得帳號

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基本上以「個人資料維護」中所填的 Email 為主，請

參考步驟 I。 

A. 先於登入頁面點選忘記密碼功能。 

B. 系統會自動跳出「帳號救援」視窗，如未跳出視窗，請接續步驟 H。 

C. 填寫欲找回的帳號與該帳號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填寫完畢後，點選發

送新密碼至信箱。(注意：需稍等一下才會發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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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登入您的電子郵件信箱收取信件，可看到新的密碼。 

E. 於登入頁面填寫帳號、新密碼與驗證碼後，點選登入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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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入系統後，系統將自動導向「編修使用者」頁面，需於此頁面重新設

定密碼才能繼續使用系統。 

G. 密碼設定完畢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設定。 

 

H. 如果您是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操作，如果點選忘記密碼後，系統

未跳出「帳戶救援」視窗，可能是彈跳視窗被封鎖，此時只需要點選上

方的 按鈕，將選項改為一律允許彈出式視窗和重新導向，選擇完畢

後點選完成按鈕，完成設定，最後再點選一次忘記密碼，就會出現「帳

戶救援」視窗了。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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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點選「個人資料維護」功能，即可看到「帳號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」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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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首頁 

登入系統後會直接進入首頁畫面。 

A 點選登出按鈕，可登出系統，B 點選回首頁按鈕，可回到首頁，C 點選回

上頁按鈕，可回到上一頁，D 點選聯絡資訊按鈕，可獲得聯絡資訊，E 於此

欄位可看到新的未收貨資料，F 於此欄位可看到最新的內部公告，G 於此欄

位可以看到最新的檢核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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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基本資料 

(一). 牧場基本資料 

A. 點選『基本資料』項目下的『牧場基本資料維護』，系統會先條列出登

入帳號有權限維護的維護的組織列表。 

B. 如欲更新組織基本資料，可點選組織後方編修字樣。 

 

進入組織基本資料編修頁（系統會列出四階段基本資料供使用者編修） 

C. Step1 填寫基本資料：填入組織基本資料（欄位前方*表必填欄位），填

寫完畢點選暫存按鈕存檔，系統會連至 Step2 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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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：填寫基本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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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Step2 上傳場景照片：提供上傳畜牧場場景照片，請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開

啟檔案總管視窗選取所要上傳的照片。 

E. 當四張照片選取完畢後可點選確定按鈕，系統會將照片上傳並連至 Step3。 

 

F. Step3.填寫流程資料：填入流程資料（欄位前方*表必填欄位），填寫完

畢點選確定按鈕存檔，系統會連至 Step4 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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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Step4.上傳流程照片：提供上傳畜牧場流程照片，請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開

啟檔案總管視窗選取所要上傳的照片，並於照片後方描述欄位填入各照

片的描述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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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. 當六張照片選取完畢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基本資料的編修維護。 

 

I. 最後點選確定並上傳驗證平台按鈕，系統會自動將組織資料上傳至驗證

平台。 

 

(二). 合作組織申請 

點選『基本資料』項目下的『合作組織申請』，在合作組織申請模組功

能中共有兩個項目： 

1.申請合作組織：提供各單位提出合作組織申請。 

2.審核合作組織：提供被申請單位進行審核的動作。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1. 流程照片的描述文字將會呈現於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

（http://taft.coa.gov.tw）供消費者查看，請盡量以生動活潑的文字簡要

描述，以方便消費者閱讀。 

2. 已通過驗證的業者將無法自己修改「牧場基本資料」，僅能透過驗證

單位協助修改，請聯絡驗證單位窗口，並提供相關資料。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http://taft.co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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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合作組織申請流程說明： 

合作組織申請流程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 

和『生產單位』有關的流程說明如下： 

Step1：已通過驗證之單位(A)才有向已通過驗證之單位(B)提出合作組織申請

之權限。 

Step2：B 單位審核合作組織通過，A 單位成功與 B 單位建立合作組織關係，

若審核不通過，則合作組織申請失敗。 

１. 合作組織申請 

A. 如您要提出合作組織申請，請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。 

B. 若您所提出的組織申請尚未經過審核，可於列表後方點選取消申請的字

樣，取消該筆合作組織申請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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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請選取流程（原則上畜牧場都是選取下游），組織類別請選取屠宰場（原

則上畜牧場的下游組織都是屠宰場），證號欄位請選取要用那個證照申

請合作組織，最後點選選擇組織按鈕，開啟選取合作的組織視窗。 

 

D. 如要快速選取資料庫內的組織，在 欄位輸入

關鍵字後，點選過濾按鈕，系統會自動篩選出含關鍵字的組織。 

E. 畫面左方會列出目前可選取的組織列表（畫面會詳列組織名稱、組織的

驗證單位、驗證字號），先點選組織名稱（按住 Ctrl 鍵可複選）後點選

中央選取按鈕將組織選進右方空白區塊，選取完畢後點選確認按鈕，即

完成選取動作。 

注意！有可能同一個組織會有多個證號。 

 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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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 審核合作組織 

A. 畫面會將目前向您提出申請的組織名稱條列顯示，您(被申請單位)只需

要在各組織名稱後方點選接受 / 不同意即可完成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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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 生產紀錄 

(一). 履歷登錄 

點選『生產紀錄』項目下的『履歷登錄』，系統會將登入帳號所能管理

的畜牧場條列顯示，點選畜牧場後方的檢視字樣，進入履歷維護的功能。 

 

１. 履歷維護 

進入履歷維護畫面，系統會將所選取組織下所有的生產履歷條列顯示。 

A. 如要新增生產履歷，請點選新增按鈕填寫履歷基本資料，接步驟 I。 

B. 如要更新履歷的生產紀錄，可於履歷後方點選紀錄字樣，接步驟 L。 

C. 如該履歷的庫存為已出貨完畢，可於履歷後方點選勘誤字樣，修改生產

紀錄，但修改的資料須經驗證單位審核同意後，系統才會更新生產紀錄。 

D. 點選編輯字樣，可修改生產紀錄，接步驟 J。 

E. 點選檢視字樣，可檢視生產紀錄。 

F. 點選刪除字樣，可刪除該筆履歷但如該履歷的庫存為已出貨完畢，則顯

示勘誤字樣，僅能進行勘誤。 

G. 點選常用飼料維護字樣可進入常用飼料維護管理功能。 

H. 點選常用疫苗維護字樣可進入常用疫苗維護管理功能。 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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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生產履歷 

I. 填寫該筆生產履歷的基本描述資料，填寫完畢後點選新增按鈕存檔，系

統會連回至<履歷條列>頁。 

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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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死亡紀錄 

J. 點選履歷條列頁上編輯/檢視的編輯，進入編輯死亡資訊。 

K. 填寫死亡日期、死亡頭數、死亡原因及備註，除備註項目非必填外，其

他欄位為必填，填寫後點新增，即完成紀錄。 

維護履歷的生產紀錄 

L. 畫面先將該筆生產履歷現有的生產紀錄條列顯示。 

M. 如要新增生產紀錄，可點選新增按鈕，接步驟 Q。 

N. 如要編修現有的生產紀錄，可於紀錄後方點選修改字樣。 

O. 如要刪除生產紀錄，可於紀錄後方點選刪除字樣。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入場日期為必填，若牛隻為本牧場出生，填寫方式為入場日期同出生日期。 

飼養欄位請預先編輯，編輯方式參照（二）飼養欄維護。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已出過貨的牛隻，在庫存尚未歸零前，有牛隻死亡時，均可編輯死亡紀錄。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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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 點選批次刪除字樣可批次刪除紀錄，接續步驟 R。 

 

Q. 於生產紀錄編修頁填入作業日期、作業種類、作業項目、備註欄位後，

如不繼續新增生產紀錄請點選確定按鈕存檔並回到列表頁；如要繼續新

增生產紀錄，可直接點選新增下一筆按鈕。 

 

R. 進入「批次刪除」畫面，勾選該作業項目欲刪除的履歷號碼，勾選完畢

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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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新增生產紀錄 

為方便多筆牛隻同時紀錄生產紀錄資料，可以在履歷條列頁上勾選或先

篩選你要的飼養欄再做勾選，勾選後直接點選批次修改勾選履歷記錄。 

S. 先篩選飼養欄或直接勾選履歷。 

 

T. 選取好要飼養欄，在方框內勾選要做紀錄之牛隻；另也可直接點選全選

會將篩選好的牛隻全部勾選，選擇好牛隻請直接點選批次修改勾選履歷

紀錄。 

 

U. 點選批次修改勾選履歷紀錄進入新增紀錄畫面，新增好的紀錄會同時存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

『109 年度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』使用者手冊 

 22 
凌網科技 www.hyweb.com.tw 版權所有©  All Rights Reserved 

儲到批次勾選的牛隻；如要繼續新增生產紀錄，可直接點選新增下一筆

按鈕。 

 

批次移欄 

為方便多筆牛隻同時移欄，可以在履歷條列頁上勾選或先篩選你要的飼

養欄再做勾選，勾選後直接點選批次移欄按鈕。 

V. 先勾選履歷，再點選批次移欄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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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. 選擇飼養欄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批次移欄。 

 

２. 常用飼料維護 

主要用於提供組織自行建立起常用的飼料項目，以便生產履歷飼養管理

記錄選取飼料時可以快速選取到飼料。 

A. 畫面左方會先條列出所有資料庫以登記的飼料名稱，如要新增其他自訂

飼料可點選新增飼料按鈕，接步驟 C。 

B. 如要快速選取資料庫的飼料可於 方塊中輸入飼料名

稱關鍵字，輸入完畢後點選過濾按鈕， 

系統會將符合關鍵字的飼料過濾顯示。EX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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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飼料 

C. 可輸入自行新增的飼料名稱、描述、製造商名稱、飼料種類後點選新增

按鈕存檔，即完成新增自訂飼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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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. 常用疫苗維護 

主要用於提供組織自行建立起常用的疫苗，以便生產履歷防疫管理記錄

選取疫苗時可以快速選取到疫苗。 

A. 畫面左方會先條列出所有資料庫以登記的疫苗名稱，如要新增其他自訂

飼料可點選新增疫苗按鈕，接步驟 C。 

B. 如要快速選取資料庫的疫苗可於 方塊中輸入疫苗名

稱關鍵字，輸入完畢後點選過濾按鈕， 

系統會將符合關鍵字的疫苗過濾顯示。EX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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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疫苗 

C. 可輸入自行新增的疫苗名稱、描述、製造商名稱、防治疾病後點選新增

按鈕存檔，即完成新增自訂疫苗。 

 

(二). 飼養欄維護 

為提供組織在做生產紀錄維護時，若遇同一欄飼養牛隻時，可以使用此

功能做為批次維護生產紀錄維護的功能。 

A. 點選選單飼養欄維護，右邊條列頁出現組織資料，點選檢視進入編修飼

養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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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上方空白框輸入飼養欄名稱，輸入完成後點選新增，完成飼養欄名稱。 

C. 新增之飼養欄位如預修改、刪除，點選圖片中編輯及刪除即可完成。 

 

(三). 死亡紀錄表 

此功能為提供組織查詢牧場內的死亡紀錄。 

A. 填寫組織名稱、批次編號或死亡日期後，點選查詢按鈕，完成查詢。 

B. 點選查詢結果匯出，可匯出查詢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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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進出貨管理 

(一). 生產出貨管理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生產出貨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登

入帳號所管轄的生產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連至該單位出貨紀錄列表。 

 

B. 如要出貨，請於出貨紀錄列表點選新增按鈕辦理出貨，接步驟 J。 

C. 點選修改字樣可查看或刪除該筆出貨紀錄。 

D. 點選檢視字樣，可查看該筆出貨紀錄。 

E. 如欲出貨，則點選確定出貨字樣，「資料送出時間」欄位會顯示您按下

確定出貨當下的時間。 

F. 狀態欄會分別列出三種狀態：〝已出貨〞、〝未出貨〞以及〝退貨〞，

若該筆出貨流通紀錄為〝退貨〞，則出貨重量會加回庫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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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已確認出貨的項目，可以在流通紀錄單中點選〝列印流通紀錄單〞系統

會自動產生流通紀錄單的樣式提供線上列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. 在狀態欄可看到該筆生產出貨的資料是否有退回，點〝檢視〞並可查看

被退貨的退貨說明。 

I. 如欲列印牛隻護照，則點選列印字樣。 

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當新增一筆出貨紀錄時，列表中的出貨紀錄流通紀錄單欄位會出現確定

出貨字樣，一旦您點選了確定出貨，則表示該筆紀錄確實已出貨，此時原

確定出貨字樣將會改成〝列印流通紀錄單〞；同時編修欄位也會從修改字

樣改成檢視字樣（已經確定出貨的項目將不再提供修改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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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出貨紀錄 

J. 請選取驗證編號、出貨對象、出貨日期，另可點選選擇追溯碼按鈕選取

本次出貨的追溯碼，填寫完畢請點選確定按鈕存檔。 

 

K. 選擇追溯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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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. 養牛場庫存管理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養牛場庫存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

登入帳號所管轄的生產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所選取生產單位的庫存項目列表。 

 

B. 點選要出貨追溯碼後方編修字樣，可進入庫存維護頁面，接續步驟 F。 

C. 可自行設定飼養達幾天，系統自動設定為出貨完畢，填寫天數後，按儲

存按鈕，系統自動設定為出貨完畢的庫存，可再自行調整為出貨中，進

行出貨。 

D. 填寫查詢欄位後，點選查詢按鈕，篩選庫存紀錄。 

E. 點選有底線的欄位名稱，可進行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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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可填入庫存量及更新該批追溯碼目前的庫存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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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 系統管理 

(一). 個人資料維護 

A. 個人資料維護提供使用者更新個人基本資料（可更新使用者登入密碼、

姓名、E-mail、聯絡電話） 

B. 資料更新完畢後可點選確定按鈕存檔，或點選取消按鈕取消修改的動作。 

 

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1. 若狀態為『出貨完畢』，流通出貨管理在選取出貨追溯碼時，就不

會再選到已經出貨完畢的追溯號碼。 

2. 若狀態為『出貨中』，則可透過本模組更新庫存量，只要庫存量不

為 0，該追溯碼依然可以進行出貨的動作。 

3. 生產出貨的資料若被『退回』，則庫存的頭數系統會自動加回。 

《操作小叮嚀》使用者帳號、所屬單位、管轄組織不提供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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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. 流通單位功能操作說明 

本文件之示意畫面皆為測試資料，僅供範例說明。 

一. 如何申請加入產銷履歷 

如果您想申請加入牛肉產銷履歷運作體系，請連至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

統 http://beeftraceability.naif2.org.tw/，詳細填寫牛肉產銷履歷申請表格後點選

確定按鈕送出，另檢附相關書面文件即可完成申請的動作。(*為必填欄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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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系統登入 

A. 開啟 IE 瀏覽器，於網址列輸入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網址

http://beeftraceability.naif2.org.tw/ 

B. 輸入『帳號』、『密碼』及『驗證碼』，登入系統。 

C. 如忘記密碼，則點選忘記密碼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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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. 忘記密碼 

如忘記密碼時可使用此功能重新設定密碼，第一個創立的帳號對應之電

子郵件信箱，如從未修改過，那一定是負責人 Email，平常請務必記得帳號

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基本上以「個人資料維護」中所填的 Email 為主，請

參考下列步驟 I。 

A. 先於登入頁面點選忘記密碼功能。 

B. 系統會自動跳出「帳號救援」視窗，如未跳出視窗，請接續步驟 H。 

 

C. 填寫欲找回的帳號與該帳號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填寫完畢後，點選發

送新密碼至信箱。(注意：需稍等一下才會發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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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登入您的電子郵件信箱收取信件，可看到新的密碼。 

E. 於登入頁面填寫帳號、新密碼與驗證碼後，點選登入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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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入系統後，系統將自動導向「編修使用者」頁面，需於此頁面重新設

定密碼才能繼續使用系統。 

G. 密碼設定完畢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設定。 

 

H. 如果您是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操作，如果點選忘記密碼後，系統

未跳出「帳戶救援」視窗，可能是彈跳視窗被封鎖，此時只需要點選上

方的 按鈕，將選項改為一律允許彈出式視窗和重新導向，選擇完畢

後點選完成按鈕，完成設定，最後再點選一次忘記密碼，就會出現「帳

戶救援」視窗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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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點選「個人資料維護」功能，即可看到「帳號對應之電子郵件信箱」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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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首頁 

登入系統後會直接進入首頁畫面。 

A 點選登出按鈕，可登出系統，B 點選回首頁按鈕，可回到首頁，C 點選回

上頁按鈕，可回到上一頁，D 點選聯絡資訊按鈕，可獲得聯絡資訊，E 於此

欄位可看到其他單位提出的合作申請，F 於此欄位可看到新的未收貨資料，

G於此欄位可看到最新的內部公告，H於此欄位可看到最新的檢核訊息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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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基本資料 

(一). 流通基本資料 

A. 點選『基本資料』項目下的『流通基本資料』，系統會先條列出登入帳

號有權限維護的維護的組織列表。 

B. 如要更新組織基本資料，可點選組織後方編修字樣。 

 

進入組織基本資料編修頁（系統會列出四階段基本資料供使用者編修） 

C. Step1 填寫基本資料：填入組織基本資料（欄位前方*表必填欄位），填

寫完畢點選暫存按鈕存檔，系統會連至 Step2 畫面。 

 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

『109 年度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』使用者手冊 

 42 
凌網科技 www.hyweb.com.tw 版權所有©  All Rights Reserved 

 

Step1：填寫基本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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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Step2 上傳場景照片：提供上傳畜牧場場景照片，請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開

啟檔案總管視窗選取所要上傳的照片。 

E. 當四張照片選取完畢後可點選確定按鈕，系統會將照片上傳並連至 Step3。 

 

F. Step3.填寫流程資料：填入流程資料（欄位前方*表必填欄位），填寫完

畢點選確定按鈕存檔，系統會連至 Step4 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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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Step4.上傳流程照片：請先選取要上傳的流程（屠宰/大分切/小分切）下

拉式選單將會依據當初組織申請時所填寫的流通角色帶出相關流程。 

（注意！每個流程都需要上傳六張照片） 

H. 請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開啟檔案總管視窗選取所要上傳的照片，並於照片

後方描述欄位填入各照片的描述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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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當六張照片選取完畢後可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基本資料的編修維護。 

 

J. 最後點選確定並上傳驗證平台按鈕，系統會自動將組織資料上傳至驗證

平台。 

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1. 流程照片的描述文字將會呈現於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

（http://taft.coa.gov.tw）供消費者查看，請盡量以生動活潑的文字簡要

描述，以供消費者閱讀。 

2. 已通過履歷驗證的業者將無法自行修改「流通基本資料」，僅能透過

驗證單位協助修改，請聯絡驗證單位窗口，並提供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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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. 合作組織申請 

點選『基本資料』項目下的『合作組織申請』，在合作組織申請模組功

能中共有兩個項目： 

1.申請合作組織：提供各單位提出合作組織申請。 

2.審核合作組織：提供被申請單位進行審核的動作。 

 

◎合作組織申請流程說明： 

本年度合作組織申請流程變動如下： 

和『流通單位』有關的流程說明如下： 

Step1：已通過驗證之單位(A)才有向已通過驗證之單位(B)提出合作組織申請

之權限。 

Step2：B 單位審核合作組織通過，A 單位成功與 B 單位建立合作組織關係，

若審核不通過，則合作組織申請失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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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 合作組織申請 

A. 如您要提出合作組織申請，請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。 

B. 若您所提出的組織申請尚未經過審核，可於列表後方點選取消申請的字

樣，取消該筆合作組織申請資料。 

 

C. 請選取流程，組織類別，證號欄位請選取要用那個證照申請合作組織，

最後點選選擇組織按鈕，開啟選取合作的組織視窗。 

 

 

D. 如要快速選取資料庫內的組織，在 欄位輸入

關鍵字後，點選過濾按鈕，系統會自動篩選出含關鍵字的組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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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畫面左方會列出目前可選取的組織列表（畫面會詳列組織名稱、組織的

驗證單位、驗證字號），先點選組織名稱（按住 Ctrl 鍵可複選）後點選

中央選取按鈕將組織選進右方空白區塊，選取完畢後點選確認按鈕，即

完成選取動作。 

注意！同一個組織可能會有多個證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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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 審核合作組織 

A. 畫面會將目前向您提出申請的組織名稱條列顯示，您(被申請單位)只需

要在各組織名稱後方點選接受 / 不同意即可完成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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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. 買場資料維護 

點選『基本資料』項目下的『賣場資料維護』，進入賣場資料維護畫面，

系統會列出已新增的賣場資料。 

A. 如要新增賣場資料，請先選擇「通路類型」後，輸入「賣場名稱」、「賣

場聯絡資訊」，點選新增按鈕，完成新增 1 筆賣場資料。 

 

B. 如要更新賣場資料，可於列表後方點選修改字樣，可修改賣場名稱、賣

場聯絡資訊、是否啟用等資訊，完成後點選列表後方點選儲存字樣，完

成更新。 

 

C. 如要刪除賣場資料，可於列表後方點選刪除字樣，進行資料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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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 進出貨管理 

(一). 流通出貨管理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流通出貨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登

入帳號所管轄的流通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有出貨紀錄的項目列表。 

 

B. 如要出貨，可點選新增按鈕辦理出貨，接步驟 M。 

C. 點選修改字樣可查看或刪除該筆出貨紀錄。 

D. 點選檢視字樣，可查看該筆出貨紀錄。 

E. 點選『列印標籤』欄位的列印字樣，可列印黏貼於外包裝相上的包裝識

別標籤，接續步驟 J。 

F. 如欲出貨，則點選確定出貨字樣，「資料送出時間」欄位會顯示您按下

確定出貨當下的時間。 

G. 狀態欄分別列三種狀態〝已出貨〞、〝未出貨〞以及〝退貨〞，若該筆

出貨流通紀錄為〝退貨〞，則出貨重量會加回庫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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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. 已確認出貨的項目，可以在流通紀錄單後方點選〝確認出貨〞字樣，確

認出貨後系統換轉為〝列印流通紀錄單〞字樣，系統可自動產生流通紀

錄單的樣式提供線上列印。 

下圖為流通紀錄單 

 

I. 在狀態欄可看到該筆生產出貨的資料是否有退回，點〝檢視〞並可查看

被退貨的退貨說明。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當新增一筆出貨紀錄時，列表中的流通紀錄單欄位會出現確定出貨字樣，

一旦您點選了確定出貨，則表示該筆紀錄確實已出貨，此時原確定出貨字

樣將會改成〝列印流通紀錄單〞；同時編修欄位也會從修改字樣改成檢視

字樣（已經確定出貨的項目將不再提供修改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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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印標籤 

J. 進入列印標籤頁面後，於〝列印標籤〞欄輸入列印的張數。 

K. 填寫好列印的張數後，點選『列印』欄位的列印按鈕，可列印黏貼於外

包裝相上的包裝識別標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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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. 點選『儲存小標籤』欄位的儲存按鈕，可查看標籤的樣式。 

 

標籤樣式 1 

流通出貨標籤列印後格式 

新增出貨紀錄 

M. 請填寫驗證編號、出貨對象、出貨日期，另可點選選擇追溯碼按鈕選取

本次出貨的追溯碼，並輸入出貨數量，填寫完畢後可點選新增按鈕，畫

面下方會增加一筆出貨紀錄。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列印標籤前請下載〝安裝流通列印標籤檔〞進行安裝，安裝完後方套印產

銷履歷小標籤做為流通出貨標籤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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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 若本次出貨同時有多個項目，可依循前述方式繼續新增下一筆出貨紀錄 

O. 出貨項目將會依據收貨的品項與出貨品項判斷中間經過的加工流程，並

要求填寫各階段流程的作業日期。 

P. 當出貨品項建置完後，點選確定按鈕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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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. 收貨管理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收貨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登入帳

號所管轄的流通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未收貨紀錄的項目列表。 

 

B. 點選要收貨的流通紀錄單碼後方收貨字樣，可進入收貨清單頁面。 

 

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本功能進入後預設帶出未收貨的履歷列表，如要查詢之

前的出貨紀錄請透過下拉式選單，查看已收貨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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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選取實際收貨日期，於商品名稱後方輸入實收數量，確認無誤後點選收

貨完成收貨動作，若確認後數量有誤請填寫〝退貨原因〞並點選退貨。 

 

 

 

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如出貨單位有附流通紀錄單，請確認流通紀錄單上之流

通紀錄單號碼與追朔號碼是否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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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. 包裝管理 

產銷履歷不論是商業性的大包裝或是直接販售給消費者的產品(如下圖)，

需要在外包裝上黏貼一張具有 QR Code 二維條碼的產銷履歷標籤，產銷履

歷標籤的產生(列印)可透過包裝管理的功能來執行。 

 

二維條碼樣式包裝範例 

    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包裝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登入帳

號所管轄的流通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包裝紀錄的項目列表。 

 
  

 

豬肉 
牛肉 

二維條碼貼這邊!~ 

這就是 QR Co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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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如要將產品販售給消費者【或餐廳、食品加工廠(並不是指分切場)】並列

印產銷履歷標籤，請點選新增按鈕，新增一筆包裝紀錄，接續步驟 F。 

C. 如欲修改或刪除該筆包裝紀錄，則點選修改字樣。 

D. 點選申請字樣，可以申請離線列印，可以申請離線列印，申請過的紀錄

會顯示檢視字樣，故無法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新增包裝管理後需申請標籤列印，而標籤列印需下載離線列印程式如下

網址並含操件說明。 

https://taft.coa.gov.tw/lp.asp?ctNode=274&CtUnit=134&BaseDSD=7&role=C 

*安裝完畢後請聯絡客服，會協助設定開放列印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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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若使用離線列印，新增完包裝紀錄後點選申請按鈕，出現小視窗要求輸

入列印張數，輸入後點選確定，此包裝列印紀錄則上傳至您個人的離線

列印系統中。 

 

F. 請填寫出貨追溯碼（點選選擇追溯碼按鈕選取本次包裝出貨的追溯碼）、

出貨證照(通過驗證之證照號碼)、包裝日期與包裝數量，填寫完畢後可點

選確定，完成新增一筆包裝紀錄(詳請參考(三)賣場資料維護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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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. 流通端庫存管理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流通端庫存管理』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

登入帳號所管轄的流通單位名稱。 

A. 點選檢視字樣，系統會條列出目前所選取流通單位的庫存項目列表。 

 

B. 點選要出貨追溯碼後方編修字樣，可進入庫存維護頁面。 

C. 選擇不同的出貨狀態後，點選查詢按鈕，完成查詢。 

D. 設定庫存達幾天系統自動設定為出貨完畢後，點選儲存按鈕，完成設定。 

 

 

 

點選儲存按鈕 

點選查詢按鈕 

http://www.hyweb.com.tw/


『109 年度牛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』使用者手冊 

 62 
凌網科技 www.hyweb.com.tw 版權所有©  All Rights Reserved 

E. 點選編修字樣，可填入庫存量及更新該批追溯碼目前的庫存與狀態，並

檢視流通出貨項目與包裝出貨項目，修改完畢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

修改。 

 

  

《操作小叮嚀》 

若狀態為『出貨完畢』，流通出貨管理在選取出貨追溯碼時，就不會再

選到已經出貨完畢的追溯號碼。 

若狀態為『出貨中』，則可透過本模組更新庫存量，只要庫存量不為 0，

該追溯碼依然可以進行出貨的動作。 

※收貨後超過設定的庫存天數，系統會自動設為出貨完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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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. 離線沖撤銷重量 

當營業者申請離線列印，未列印的標籤重量回存系統。 

A. 點選申請字樣，輸入要回沖的重量後點選送出（系統預設回沖重量=(回

沖張數/申請張數) *申請重量）。 

B. 系統發送通知信告知驗證機構，驗證機構同意後狀態會變為通過，重量

也會加回原批號。 

C. 如欲查詢紀錄，則填寫上方的欄位後，點選查詢按鈕，完成查詢。 

D. 如與匯出查詢結果，則點選查詢結果匯出按鈕。 

E. 點選檢視按鈕，可檢視申請的重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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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. 屠宰紀錄登錄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屠宰紀錄登入』，系統會條列出已屠宰

的牛隻紀錄。 

A. 點選查詢按鈕，可查詢牛隻屠宰紀錄。 

B. 點選查詢結果匯出，可匯出查詢結果。 

C. 點選修改字樣，可修改該筆牛隻屠宰紀錄。 

D. 如欲廢棄該筆牛隻屠宰紀錄，則點選廢棄按鈕，填寫廢棄原因後，點選

確定按鈕，完成廢棄。 

E. 點選列印字樣，可列印屠宰牛隻的追溯單，填寫列印張數後，點選確定

按鈕，開始列印。 

F. 如欲新增牛隻的屠宰紀錄，則點選新增屠宰紀錄按鈕，接續步驟 I。 

G. 如欲列印牛隻證明單，則點選列印出牛證明單，接續步驟 J。 

H. 如欲列印已屠宰牛隻的清單，則點選列印牛隻清單按鈕，接續步驟 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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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出現「屠宰紀錄登錄」視窗，資料填寫完畢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新

增。 

 

J. 出現「選擇牧場」視窗，輸入欲查詢的牧場名稱，點選查詢按鈕完成查

詢。 

K. 完成查詢後，點選組織代碼，最後再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選擇。 

 

L. 點則完畢後，點選列印按鈕，開始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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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出現「設定日期」視窗，設定日期後，點選確定按鈕，完成設定。 

 

N. 完成設定後會出現「供屠宰牛隻牧場來源資料清單」，接著點選瀏覽器

左上角的檔案 > 列印，即可開始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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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. 如欲回到「屠宰紀錄登錄」頁面，則點選瀏覽器左上角的 圖案就可以

回到上一頁。 

 

(七). 牛隻屠宰證明單列印 

點選『進出貨管理』項目下的『牛隻屠宰證明單列印』，可列印牛隻的

屠宰證明單。 

A. 點選查詢按鈕，下方會列出屠宰日期當天的屠宰牛隻紀錄。 

B. 勾選欲列印證明單的牛隻，點選列印證明單按鈕。 

C. 出現「牛隻屠宰證明單」，接著點選瀏覽器左上角的檔案 > 列印，即可

開始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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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如欲回到「牛隻屠宰證明單」頁面，則點選瀏覽器左上角的 圖案就可

以回到上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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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系統管理 

(一). 個人資料維護 

A. 個人資料維護提供使用者更新個人基本資料（可更新使用者登入密碼、

姓名、E-mail、聯絡電話） 

B. 資料更新完畢後可點選確定按鈕存檔，或點選取消按鈕取消修改的動作。 

 

 

 

 

《操作小叮嚀》使用者帳號不提供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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